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 

成果報告書 

 

 

 

 

實習時間：自民國 109 年 02 月 19 日至 109 年 04 月 30 日，

共計 609 小時。 

實習生：四前瞻四 A-張 維  

學程指導老師：            劉雯瑜             

實習單位名稱：      原價屋電腦有限公司          

實習單位地點：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 123 號    

實習單位負責人：          陳呈仰             

實習課程指導員：          陳仕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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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實習成果及心得(具體收穫事項) （字數 1200 字以上） 

這一次產業經營實務實習的學習自二月中開始，在原價屋電腦有限公司開

始自己電腦產業業界第一次的接觸，第一次走進產業中體驗整個產業的狀況與

其運作方式，當時對於即將進入電腦業進行實習這件事感到十分的雀躍，也不

斷地期許自己能夠快速將工作上手、並從做透過做中學、聽、看等方式提升自

我的經歷與經驗，更期望這幾個月的實習能夠為自己的未來創造更多的可能

性，或許從中獲得重新審視自己的畢業規劃以及人生藍圖的機會，此次經驗將

與以往有別更具有其衝擊性與刺激性，能迫使自我突破與成長並與社會接軌。 

原價屋電腦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5 年，具有其口號：電腦組裝，全台無雙！ 

現階段有六家連鎖分店皆位於八德路光華商圈一帶，而目前外縣市八家連鎖分

店也位在中壢、台中、嘉義、台南、高雄、新竹 、彰化、桃園之電子商圈內，

依公司一路走來的累積已算是有口碑的老字號商家，並且在公司內部設有網路

客服部提供客戶可直接於網路訂購所需要的電腦零件，並貨運公司合作具宅配

到府、貨到付款...等多項貼心服務。 

主要業務發展方向為電腦週邊 (含筆電專賣) 及各通路的拓展，除了門市

銷售外也提供網路訂購，以及在各分店據點設有工程部、維修部以提供完整的

售後維修或代送修服務。公司已多次榮獲華碩.技嘉.微軟...等多家原廠最佳經銷

商獎項的肯定。 

實習剛開始的兩周我被派任至台中店進行為期數個禮拜的入職訓練，公司

期望新入職員工能夠透過做中學以及勤奮向上的態度去面對這份工作，再動手

做的過程中去觀察周遭資深的前輩們都在做些甚麼事，當面對問題時不僅要勇

敢地向前輩們討教更需要平時不斷的去培養觀察能力以加入自己的學習速度，

從這樣的學習過程中便深深的體會到勇於提問得重要性，對於一個新進的人員

來說遇到問題是常態，但當面對問題實懂得向前輩們討教才是其中的精隨，如

果仍然抱持著在求學階段中總因怕提問後被責罵的心情來面對手上的工作與面

臨的學習，這樣的態度很快地會將自己推入泥擰中而無法脫離，問題的累積只

會越來越多，待的時間越長身上累及的毛病自然會越多久而久之會造成一事無



 

成，甚至面臨到百做百錯的冏境之中。 

在一次次勇於提問的過程我發現，其實提問並沒有那麼可怕，可怕的是當

遇上問題時卻不願意開口求助的做事態度，提問不僅是解決自己問題的學習路

徑，更是一種培養與鍛鍊自身對於問題統整的能力，每一次的提問正式因自己

能夠將面臨到的問題在腦中經過思考與統整進而能夠將問題完整的表達給前輩

們了解，進而加速解決問題的速度，時間一久會發現其實問的問題越多以後遇

到問題的機會就越少，不做錯事的機會也會跟著減少，如此一來不僅讓工作能

夠更加的順手也能夠得到前輩們的肯定，使得自身更能融入前輩們的話題以及

工作圈中，最終成為一個一同努力的團體。 

參、 建議事項（字數 1000 字以上） 

一、 對自我和學校課程的檢視 

自從轉進前瞻學程到現在已即將邁入大四的尾聲了，至今所經歷過的每個

學期總和修過無數個實習，但無論面對哪一個實習都有著同樣的問題：如

何做好時間安排；每個學期都可以選擇實習對學生而言是一件非常棒的課

程規劃，透過每學期實習的契機可以不斷接觸新的領域，可以說符合現代

社會培養跨域人才的重要推手，也達到「斜槓青年」的部分條件，但在一

次次的實習中便慢慢的發現其實這樣的體制是具有一體兩面性，擁有可以

多方向嘗試的機會固然是件好事，但每一次的實習其實無法擁有長時間的

接觸與練習這對學習來說可說是個極大的缺點；這一次次的實習以來我們

不斷的經歷並不斷的循環著這樣的過程，教室上課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時

間，實習只剩下一個禮拜硬擠出來的零碎時間可以學習，當課程與實習之

間的空窗將使得學生無法將實習中所學的種種知識內化，無論再怎麼努力

練習或是將時間更高度壓縮以學習的人都很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獲得真正

的學習效益，更何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斷的重複相同的迴圈，在這樣

的學習環境之下要說能夠將實習的效果最大化可說十分有限；除此之外對

廠商而言我們的實習只不過是缺乏能夠持續上班、學習的員工，即使這個

禮拜教了新的知識與技術，經過一個禮拜的冷卻與空窗後下一次上班時早



 

已將上個禮拜所教的種種忘掉一大半。 

二、 對實習機構與日後想來該機構實習的學弟妹之建議 

過去高階技術實作實習我曾到台中精密機械加工廠實習，當時每個禮拜只

有一天去到場域實習(禮拜五)，在實習幾次過後我便發現幾個問題：每次上工

前一次所學的一切早已忘得差不多、公司並沒有給予員工教育訓練，首先：由

於缺乏機台可以練習每當要上機時前一次實習所學到的知道即發現的工作方法

即使用用紙筆記錄下來，下一次上工要不是有看沒有懂不然就是需要花一段時

間重新摸索，再來：每次除了重複著上下料除之外也因為工作效率的問題無閒

情逸致可以觀察其他前輩們的工作方式，直至期中過後公司主管也很坦白的說

想送我們去教育訓練但我們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配合。 

由此可知現有的實習體制對學生與廠商而言無疑是兩敗俱傷，如果可以將

課程與實習以上下學期作為區分，一學期學習理論知識，另一學期實地實習操

作，或許能夠夠獲得不一樣的成效，透過半年的持續學習與練習同一件事情，

當實習結束時就算稱不上熟練但至少也能夠對實習的場域與產業有著一定程度

的了解，但沒有一個制度與法案是可以獲得所有人的接受，但還是期望可以依

循著大多數人的想法走，而少數人再透過專法的方式進行規範；最後透過多次

的實習我慢慢意識到實習不僅僅是技術的學習也是一場自我探索的旅程，每學

期不同領域的實習讓學生得以跨域去嘗試、去尋找未來的方向 

現在畢業在即，回頭一看過去這幾年來的實習與學習或許有一些令人遺憾

的地方，但總體來說我仍建議學弟妹們好好地善用每一次的實習機會去探索自

己的未來、探索自己的興趣，或許能夠在畢業前就找到自己未來人生的志向，

那是再好不過的事。 

 

 

 

 

 



 

肆、 實習後之未來期許、生涯規劃及目標（字數 1200 字以上） 

時光匆匆，大學四年的光陰就這樣即將邁入尾聲，而這學期的實習眨眼間

也結束了，這一年的實習或許時間短暫，但卻讓我擁有與過往截然不同的感

受，過去幾年的實習對我而言幾乎都是在實習過程中探索自我的興趣，又或者

將自己投入不同的領域中去了解、去體驗不同環境所擁有的氛圍與特色，每一

次的實習的最後總會累積滿滿的經驗，這些經驗不僅僅在於技術能力上的累積

與提升，更多的是自己與社會的距離一步步地拉近，在這樣的過程中去學習如

何待人處事、如何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別人的失敗中去警惕自己、從自己

的錯誤中去找到避免未來再發生的方式。 

曾經在網路上聽過一句話：人生走過的所有路都不會白費，請好好在每一

條路上努力經營吧；現在對我而言已經慢慢地能夠體會這句話所給予的警惕，

很多時候我們容易陷入自我的思考盲點而忽略了當下學習的重要性，我們時常

在不快樂時說服自己「我不用學這個」、「這又不是我想要的」等等，用這些

話語使自己能夠偷懶、使自己虛度光陰，而此同時卻不懂得抬起頭來看看周遭

的同學們在做些甚麼、在為甚麼而努力，直到四年過去了才停下腳步抬頭一望

頓時發現自己虛度光陰甚麼也沒學到，而周遭那些懂得鍛鍊自己的同儕卻早已

走到遙遠的前方朝著自己的目標不斷地前進著，此時的後悔還來的及嗎?這或許

沒有正確答案，但此時此刻醒來或許正是不幸中的大幸，從醒來的那刻開始找

好目標、做好規劃朝著自己的人生前進，不再蹉跎、浪費寶貴的青春。 

面對人生未來的規劃，我給自己一個問題：以後你想過什麼樣的生活?這句

話足以點醒仍渾渾噩噩過著生活的人們，如果現在沒有答案沒有關係，但從此

刻開始將這句話放在心中去經營好每一天，當自己開始願意用心過生活的那一

天起找到人生的方向這件事就離自己不遠了。 

伍、 附錄 

一、 實習工作紀錄 

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  實習週誌 

姓名：張 維 年級：四 手機：0921  

週次：第八週 

時間：10:30~21:00 

實習廠商：原價屋電

腦有限公司 

實習地點：彰化市光

復路 123 號 

實習指導員： 

 

實習內容 電腦硬體組裝與機台交機給客人流程訓練。 

 

 

 

實習觀察記錄 實習過程中電腦硬體組裝與機台交機的流程需要注意的面

向不同，在硬體組裝的過程中僅需注重在於 1. 機台零件是

否正確 2.組裝是否細心 3.組裝效率控管 4.線材整理妥善度 

等等事項，但將機台交付給客人時所需注意的事項極為不

同，有 1.機台軟硬體核對 2.發票核對 3.客人的臨場問答應

對 等等事項更為挑戰細心與臨場反應。 

實習心得 

與反思 

在開始進入交機流程的過程中發現，有許多零碎的小事考

驗的正是自己的細心度，有些事沒有遇到部會知道有問題

但一遇到就會發現問題可能不小，但每一次遇到的問題都

會刺激自己思考該如何去避免下一次再發生同樣的問題，

藉此避免重蹈覆轍。 

 

 

 

實習所遇到的

困難 

剛開始的幾次交機過程，容易發生客人回家找不到電源

線、找不到部分零件等問題，又或者在交機的過程中客人



 

問了一些問題較於艱深難以臨場給予合適的回覆。 

 

 

 

解決方法透過 透過觀察學長們的動作了解學長們的解決方式，或者在每

一次的交機過程不斷的從錯誤中精進，臨場反應的事如遇

上不會的事就立即找學長處理，並同時在旁觀察。 

 

 

 

其他事項  

 

 

 

三、 照片、圖檔、影音檔 



 

 

四、 實習合約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業實務實習合約書 
 

立合約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原價屋電腦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為秉實務專才培訓，共同推展產業實務實習課程教學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則，

特由甲方商請乙方同意遴選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系 學生前往實習，並協議訂定下列事項

共同遵循。 

一、 甲方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大學部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學制學生於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課程(學分數 5 )薦送學生共計 1 人前往乙方機構實習，均

由甲方辦理造冊（如附件一），並保證不冒名頂替。 

二、 實習時間與工作地點 

(一) 實習期間：自民國  109  年  02  月 19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04   月 

30   日止。 

(二) 工作地點：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 123 號            。 

(三) 工作時間：週  一  至週   六  10 時  30  分 ~  21  時  00   分，中

午休息時間 無特定 ；每週休假時間為  每周一  ；加班(或輪班)時間：  排

班制  。 

三、 實習工作職掌 

甲方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科系名稱)：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各系專

業教師負責指導學生產業實務實習。 

乙方   陳呈仰  (實習部門或人事部門)：負責實習學生工作分配、報到、訓練、

及協助輔導實習學生之生活管理。 

四、 實習內容 

實習期間之具體學習內容應由甲乙雙方依據實習目標及實習需求共同擬訂定之，

由乙方安排各種實習課程及技能訓練，實習工作項目安排以不影響學生健康及安

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且不使學生擔任非相關及危險的工作。 

五、 實習報到 

乙方於實習學生報到時，應派人指導給予職前安全訓練，說明工作計畫、權利

義務與相關規範，並作成活動紀錄備查。 

六、 實習薪資（或實習獎助金）：由乙方提供 

薪資：新台幣  34000  元/月，按月一次給付予實習學生；年終獎金依乙方 

附件 04 



 

(一) 規定發放。 

(二) 加班薪資給付方式：□補休；□加班費計算：               元/時。 

(三) 乙方不得預扣實習薪酬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四) 實習學生之其餘生活津貼及各項福利事項，悉依乙方相關規定辦理。 

一、 實習福利：依據乙方公司規定辦理(例：膳宿) 

(一) 住宿(含費用)：0 

(二) 膳食(含費用)： 0 

二、 保險： 

(一) 若甲方系所輔導教師認為學生實習工作環境具工作傷害或危險之虞，均必

須接受甲方教師之建議辦理一般性短期工作意外保險，並視實際工作狀況

由實習學生主動辦理加保額度。如因工作意外造成實習學生傷害，甲方不負

賠償責任。 

(二) 加強產業實務實習學生安全之保障，甲方協助實習學生辦理        元之

意外保險。 

三、  休假及請假  

(一) 實習期間實習學生之休假及請假應依乙方制度、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辦

理。 

(二) 實習學生之請假需依規定至學校系統辦理手續，同時需提前向乙方報告並

依公司規定完成相關手續。若實習學生無故曠職且未請假或須連續請假超

過三日者，乙方應通知甲方輔導老師協助追蹤與輔導。 

(三) 實習學生之出勤狀況應列入考核依據。 

四、  實習輔導、考核：  

(一) 實習期間由乙方負責督導管理實習學生之本職學能(工作)及生活管理與輔

導，如有行為不端，違規或不聽從乙方指導糾正者，乙方得通知甲方，並作

適當之議處。 

(二) 實習期間甲方應定期或不定期安排輔導老師赴乙方訪視，負責產業實務實

習輔導、溝通與聯繫工作，並於訪視後填寫實習輔導報告。 

本職學能(工作)輔導：乙方應與甲方配合，針對實習學生本職學能規劃適合之專業實務

實習內容，舉辦各種勞工教育、在職訓練及集會，嚴格要求敬業精神與培訓專業實務

技能，並有專責人員帶領實習及在職技能訓練，以  



 

(一) 增進實習學生就業能力與經驗。 

(二) 實習成果依據：乙方應與甲方配合，督促實習學生撰寫本實習課程所須之相

關報告，並於實習結束前繳交「實習期末報告」予甲方輔導老師與乙方實習

單位主管各乙份，並辦理實習成果發表會，以作為實習工作學習成果之依據  

(三) 如實習學生因個人適應不良或學習不佳時，由乙方知會甲方共同協商處理

方式，作為輔導預警，再經甲乙雙方輔導仍屢未改善者，乙方得終止或解除

實習契約，實習學生之成果不計入修課成績。 

(四) 實習期間由甲方輔導老師及乙方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評核實習學生成績。乙

方應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將實習成績考核表擲交甲方，俾利核算實習學生

成績。 

一、 實習中止 

(一) 實習期間，乙方得評估實習學生的適應與學習狀況；若評估狀況為不佳時，

乙方得向實習學生所屬系所提出實習中止之協商，由甲、乙雙方共同決定實

習中止或持續；甲方亦得視情節大小送學生獎懲委員會進行相關議處。 

(二) 實習期間，實習學生因實習環境條件與實習內容不適應時，經甲方老師輔導

無效，得填寫「轉換實習單位/中止實習申請書」表單，提出實習中止之協

商，由甲、乙雙方共同決定實習中止或持續。 

(三) 若中止實習之實習學生皆需依照乙方規範辦理離職手續，且需接受甲方行

政、教學單位協助轉介至性質相近之實習單位，接續完成實習。若實習學生

不接受甲方行政、教學單位之轉介，則其之實習成果不計入修課成績；因此

造成個人學期成績不及格等後果，則由該實習學生自行承擔。 

二、 實習期滿 

(一) 實習時間屆滿，實習學生應依國家法令及乙方規定，將業務上所掌管之文件

資料、圖表、物品、財產等歸還乙方，並辦妥相關手續，經乙方同意後始得

離職。實習學生違反前項規定者，應賠償乙方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二) 實習期滿，實習學生得向乙方申請核發實習證明。 

三、 附則 

(一) 甲、乙雙方得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課程各項措施，期使產業實務實習課程合

作更臻完善。 

因產業實務實習課程係甲方正式課程，於實習期間甲方之實習學生需配合不得申請辦

理提前入伍；違者，若未實習期滿而影響實習課程成績考評，  



 

(一) 造成無法取得該課程學分、個人學期成績不及格，由實習學生自行承擔。 

(二) 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甲方之實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產業實務

實習課程合作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無論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

以任何方式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利用，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

述或公開發表。 

(三) 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力，其

它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四) 本合作契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

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五) 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一、 本合作契約書正本壹式 3 份，甲、乙雙方及各系所各執一份。 

立合約人  

甲    方：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代 表 人：楊能舒 

職    稱：校長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統一編號：06195262 

 

乙    方：原價屋電腦有限公司 

代 表 人：陳 呈 仰 

職    稱： 

地    址：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 23號 11樓 

統一編號：27749036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2   月   8   日  
 



 

附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產業實務實習學生名冊 

實習合作機構：  原價屋電腦有限公司   

課 程 名 稱 ：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          學分數： 5 學分 

實 習 期 間 ：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序 科系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E-mail 

1 
前瞻學士學

位學程 
張 維  0921  @gmail.com 

2      

3      

      

      

      

      

      

      

      

      

  

五、 中文履歷表 

求職(實習)履歷表  

一、 張 維 男性                                                     

出生日期：1998 年  月  日  

E-mail： @gmail.com 聯絡電話：0921   

通訊地址：彰化縣 駕駛執照：普通重型機車駕照、普通小

型車駕照  

  

  



 

  

二、 學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台灣)  

科系名稱：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科系類別：其他相關科系      

  學歷：大學  就學期間：2017/02～2020/06(就學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台灣)  

科系名稱：機械系           科系類別：工業工程相關      

  學歷：大學  就學期間：2016/09～2017/01(轉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台灣)  

科系名稱：機械系         科系類別：工業工程相關      

  學歷：高職  就學期間：2013/09～2016/06(畢業)  

    

三、 經歷                                                 

專案計畫之實習教師／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2018/03～ 仍在職)  

職務類別：國小學校教師      產業類別：其他教育服務業  管理責任：

無           公司規模：1~30 人  工作地點：雲林縣斗六市  工作內

容：參與雲科大  USR-淺山農村活力復甦與自信建立計畫並在其中擔任里       

山生活實踐學校的實習教師。  

       里山生活實踐學校以里山技術與兒童教育為核心，建立一個體制外   

的教育環境，提供孩童學習里山技術與自我探索的場域。  

  

工作年資：總工作年資(1~2 年)     同類工作經驗： 兼職／特殊教

育教師 年資(1 年(含)以下)  

四、 求職條件                            



 

    

希望工作性質：兼職(實習) 希望工作地點：中部地

區、北部地區希望上班時段：日班希望薪資待遇：依

公司規定  

  

  

五、 技能專長                            

    

工作技能：電腦與電子零件自主維修、團隊管理與專案規劃證照資格：  

1. 第 45 屆全國技能競賽-機器人職類第三名  

2.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3. 丙級機械加工  

4. SPPA 專案特助證書  

5. PMA 專案助理證書  

6. PMA+專案技術師證書  

7.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16 Expert  

8.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16  

9.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6 Expert  

10.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16  

11.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2016 Master  

  

六、 自傳                               

    

我來自彰化的公務員家庭，父親為消防員、母親為家庭主婦，哥哥姊姊已

於前兩年大學畢業投入職場；現階段家裡只剩我在雲科大就讀前瞻學程四年 

級，希望能應徵貴公司電子維修工程師或門市銷售人員的職位。  

  



 

高中我曾是機器人職類選手，每一天的練習、每一場比賽都應證著自己的

決心與選擇，在這條與別人不一樣的學習道路上它教會我選擇了就不要後悔，

向前看未來就在前方。  

  

關於電子產品裝修，我有過一段自學的經驗。高三畢業那年彰化原價屋剛

開，我拿著比賽的獎金組了人生第一台 intel i5 的電腦，自此踏入了電腦裝修

的領域同時在上大學後自學手機裝修；非相關領域的我在自學電子產品裝修的

碰撞鍛鍊出了耐性，時常因為一個零件裝不好而不死心的嘗試、或因為軟體安

裝不好徹夜上網爬文。  

進入大學後除自學裝修外也同時學習觀察商家的經營模式，藉此培養自己

對於商業的敏銳度，我相信好的產品也需要好的通路才能創造成功的經濟效

益；這段自學的經驗將能夠運用在公司的電腦裝修與產品開發工作，期望能夠

在裝修相關技術領域不斷的精進。  

  

大三開始參加雲科大大學社會責任(USR)團隊，我在計畫中主要參與嘗試創

立一所以里山精神與兒童教育為核心的體制外學校，從中學會外部溝通與團隊

經營。從建立村民與我們的情感聯繫到維繫五人的團隊，在團隊不斷演進的過

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擔任團隊的聯絡人負責聯繫村長、理事長等所有與活動

辦理相關的人員，同時作為「團隊規劃與意見統整」的角色以協助團隊處理內

部意見矛盾的情況；這段過程的所學將能運用在公司進行客戶開發以及團隊經

營的工作，且我也會持續精進觀察的敏銳度與溝通的能力。  

  

近年來電腦零售已從品牌電腦轉至自組電腦，玩家級電腦設備零售也從原

價屋公開透明化的銷售模式後產生了巨大的改變，接下來電腦零件銷售勢必朝

著個人化、客製化的方向前進；我本身所使用的桌機組裝與手機零件更換皆為

自己找資料、研究、動手完成，同時在參加雲科大大學社會責任(USR)的過程不

斷練習溝通的技巧、學習不同面向的技術，因此具備電腦組裝、手機修繕等硬

實力，自主學習、人際溝通、解決問題等軟實力，相信定能配合公司的制度及



 

顧客的需求，與貴公司共同創造最大的利潤與價值，期望貴公司能給予我實習

機會。  

六、 英文履歷表 

Name：  

 

Contact 

Address：  

 

E-mail Address：  

Phone Number：  

 

Skill 

1. Mechanical Work 

2. Computer Assisted Mechanical Drawing 

 

Education 

Major ：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College Of Engineering(2016~2020) 

Minor ： The Affiliated Industr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2012~2016) 

 

 




